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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艳

本报讯 为推进临安创建浙江省全

域旅游示范区工作，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吸引更多社会上有热情、有意愿的

人士投入到临安文旅融合事业中来。6

日，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启动了全

域旅游线路讲解员大赛报名。

今年 6 月份，我区开展了全域旅

游线路设计、讲解大赛，向社会各界

征集“金点子”和“金嗓子”。目前，

“金点子”比赛结果已见分晓。“非遗

拼图”非遗之旅二日游———让非遗活

起来，云游天目、醉忆临安， 《石头

记》 ———国石文化探秘之旅，青山湖

科创城、博物馆一日游，钱王故里听

故事看美景品美食，吴越故里湖光山

色二日游，“临安佛教净土之约”三

日游线路，临安国石文化赏析体验游，

访问钱王故里、体验特色乡村之旅，

寻天目茶源，访百园茶舍等十条全域

旅游线路入围十强。

记者了解到，讲解员大赛包括风采

展示、情境讲解、主题讲解三个环节。

其中，情景讲解需要参赛者从入围的十

条线路中选取其中一条进行讲解。主题

讲解则要求选手在临安红色记忆、奋斗

精神、首创精神、创业精神、生态临

安、科创临安、幸福临安、休闲临安、

文旅临安、康养临安、临安美丽乡村、

临安风土人情、临安特色美食、临安风

土特产、临安古城名片、临安名人、吴

越文化、钱氏家训、青山湖景观、鸡血

石文化等 20 个主题随机抽取一个进行

即兴演讲。

此次讲解员大赛面向在临就读的各

大专院校师生，及热爱旅游事业、年龄

不超过 50 周岁的临安市民。有意向者

可与 11 月 20 日下午 5 点之前，通过

临安文旅微信公众号等途径下载报名表

报名。前 30 强选手将获得 《临安全域

旅游讲解员证书》，参与到临安文旅接

待工作中，为我区文旅工作助力。

临安全域旅游需要你的“好声音”
报名时间截止 11月 20日下午 5点 记者 朱林 蘧美泽

本报讯 “‘学习强

国’是你追我赶中共同进步的新风尚。”这是锦城街道党

政综合办公室主任盛伟锋的学习感受。

盛伟锋说，“学习强国”平台是新形势下强化党员干

部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的创新，平台聚合了大量新闻、人

物、党史、法纪、时评、电影电视等多种资讯，满足了互联

网时代人们多样化、个性化、便捷化学习需求，还有测试

答题环节，学习内涵十分丰富，不仅传播了正能量，也为

大家提供了学习的新方式。

“观看视频、学习文章、考试答题……起初的学习，我

也只是当成任务来完成，但一天天坚持下来，每天打开

‘学习强国’，看看新闻联播、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了

解其他地区先进工作经验和方法，这些不知不觉已经成

为我了解时政政策、辅助工作的得力助手，也让我养成了

带着学习需求每日打卡的好习惯。”盛伟锋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自下载“学习强国”以来，锦城街道

党政综合办公室所有成员每天都会拿着手机，学习“学习

强国”平台里的内容，不仅克服了日常学习时间不够、深

度不够、途径不够、方法不够的“四不”难题，还将“起床洗

漱、办事等候”等零碎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读一篇新闻、

看一条百灵视频、做一套测试题、学一个楷模事迹等等，

使他们的业余生活过得既丰富又充实，不仅加快了知识

更新速度，还提高了自身理论水平。

“不知不觉，我在‘学习强国’已经积累了 12000 多

分。”盛伟锋说，通过每天打卡，街道的学习群组有 100

多人的学习分数超过了 10000 分，“登录不是任务，积分

不是目的，排名也不是终点”，大家在你追我赶中共同进

步，共同收获学习的乐趣。

大家在你追我赶中
共同进步

我们的学霸

基本案情
2016 年 4月起，被告人官某某为非

法获利，在明知未取得卷烟销售资格的

情况下，使用 QQ、微信与买家商定卷烟

的品种、数量、价格，买家通过微信转账、

红包等方式将货款支付至其所用的微信

账户，由其联系上家将卷烟快递给买家。

截至 2016 年 12 月案发，被告人官某某

自行或者通过下家销售卷烟共计 55 万

余元。

经法院审理，被告人张某某因犯非

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

并处罚金 25万元。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有

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其

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检察君说
与上期《真的有“内部烟”吗？假的！》

不同的是，本案中官某某销售的是真烟，

因此上期被告人所涉罪名是销售伪劣产

品罪，而本案官某某所涉罪名是非法经

营罪。检察君提醒，互联网售烟，无论真

假，都是违法行为，个中缘由，且由检察

君细细道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高

速发展，利用互联网、微信等信息网络非

法销售烟草专卖品的行为呈快速增长的

趋势，不法人员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销

售假冒和走私卷烟的行为破坏了国家烟

草专卖制度，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和消

费者利益，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从网上购买和销售卷烟主要有三个

危害：一是扰乱了正常卷烟秩序，造成国

家税收流失。由于网购的卷烟多数为假

冒卷烟，系地下窝点非法生产的，不可能

取得国家许可，因此，假烟逃避了国家税

收，对真品卷烟销售造成冲击，扰乱了正

常卷烟经营秩序。二是网购的卷烟对消

费者危害更大。因网购的卷烟多数系地

下小作坊生产的，从原料来源、卫生条

件、生产流程等都得不到保障，有的甚至

对烟叶、烟丝采取硫磺熏蒸、喷洒化学制

剂等非法手段进行保存和调色，对消费

者身心健康危害更大。三是网络购销卷

烟没有维权渠道，且一旦触犯刑罚，将面

临法律追究，对于面临学业和就业的学

生来说，得不偿失。

互联网售烟本质上是一种违法行

为，隐蔽性较强，是违法经营烟草专卖品

的新形式，是国家法律、法规所不允许

的。互联网销售卷烟包含虚拟行为，“两

头不见人”不但令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

门难以监管，还极可能出现诈骗行为，致

使“买家”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另外，

由于通过互联网销售卷烟很难确定购买

者的身份，这就为未成年人购买烟草制

品提供了隐形渠道，不利于保护未成年

人成长。 通讯员 林剑

谨慎！互联网售烟涉罪

近日，由区城投集团和区老年

人艺术协会联合举办的“献礼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

在区图书馆拉开帷幕。

见习记者 胡建强 摄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赵建荣

本报讯“企业如何证明所送的猪肉每次都是安全合

格的？”“保障中心对企业配送是怎么管理的？”……近

日，区教育局教育保障中心和玲珑幼儿园联合组织玲珑

幼儿园的家长代表，参加“配送企业开放日”活动，近距离

了解企业一日配送工作并就家长关心的问题座谈交流。

“随着主题教育‘四个贯穿全程’工作的深入推进，为

了更好地开展检视整改，提高配送服务水平，让师生吃得

放心，我们与学校组织开展‘配送企业开放日’活动。”教

育保障中心主要负责人介绍，学校食材配送工作实行三

级管理，保障中心和学校具体负责日常监管工作，一月凌

晨检查、两月安全检查、季度综合考核、价格采集审定、食

材校方验收、企业管理备案等六项核心管理制度确保学

生吃上放心餐。

在当天的“配送企业开放日”活动中，玲珑幼儿园四

个园区的家长代表、幼儿园负责人以及保障中心相关人

员近 30 人在配送企业负责人带领下，参观了食材验收

区、仓储区、检测区、分拣区、猪肉分割车间等操作场所，

详细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对食材采购、查验、检测、贮存、分

拣、送货等环节的汇报，仔细察看了配送企业的环境卫

生、安全设施、管理台账等情况，认真听取了保障中心对

企业食材配送工作的监管汇报。现场参观结束后，大家还

就家长共同关心的问题座谈，各位家长对教育局重视学

生用餐、强化食材配送监管表示赞赏，同时对学校、保障

中心和配送企业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配送企业开放日”
让学校餐桌更放心

百余幅书画摄影作品
献礼祖国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城市规划，经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批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对下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位置及规划、投资强度指标概况：

地块
编号 地块坐落

出让
面积
（㎡）

土地用途及
产业准入

挂牌
起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临政工出
[2019]35 号

经济开发区控制
详细规划 A2-05

地块
10734 工业用地（专业设备制造业） ＞1.2

＜2.5 ≥500 ≥50 ≥6.7 ≥9391 811.49 406

临政工出
[2019]36 号

临安区太阳镇
太阳村地块 16744 工业用地（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1.2
≤2.0 ≥358 ≥39 ≥0.7 ≥274 882.41 442

临政工出
[2019]37 号

临安区潜川镇
牧亭村地块 8465 工业用地（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1.2
≤1.5 ≥350 ≥25 ≥1.5 ≥913 385.16 193

临政工出
[2019]38 号

临安区高虹镇
高乐村地块 3289 工业用地（计算机、通信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2
≤2.4 ≥350 ≥46.9 ≥7.3 ≥5275 223.99 112

临政工出
[2019]39 号

临安区锦北街
道金马村地块 2557 工业用地（计算机、通信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2
≤1.8 ≥350 ≥46.9 ≥7.3 ≥5275 155.98 78

地块指标要求

容积率
固定资产投资

强度
（万元 /亩）

亩均税收
（万元 /亩）

单位能耗增加值
（万元 /吨标煤）

单位排放增加值
（万元 /吨）

二、本次挂牌出让土地竞买对象：凡
符合《挂牌出让文件》要求的竞买人，可以
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竞得人必须
严格按照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条件进行
开发建设。

三、本次挂牌出让地点：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
使 用 权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land.
zjgtjy.cn/GTJY_ZJ/go_home）进行。竞
买申请人可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杭州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进入浙江
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竞买人须

使用 IE7.0、8.0、9.0 及 10（推荐使用 IE8.
0）浏览器登录交易系统，否则可能导致交
易异常。

四、本次挂牌报价时间：2019 年 11
月 28 日 9:00 至 2019 年 12 月 9 日 9:
00

报名时间：2019 年 11 月 28 日 9:00
至 2019年 12 月 6日 16:00。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
《挂牌出让文件》。《挂牌出让文件》及地块
相关资料，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六、现场咨询：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批科（临安区锦北街
道科技大道 4398 号行政服务中心三楼；
咨询电话：63620319）。

七、申请人须按照挂牌须知要求办理
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
交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挂牌出让
活动。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杭州市临安区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

2019 年 11 月 7 日

杭州市临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杭临规划资源告[2019]81 号

杭州市临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杭临规划资源告[2019] 82 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城市规划，经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批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对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位置及规划、投资强度指标概况：

二、本次挂牌出让土地竞买
对象：凡符合《挂牌出让文件》要
求的竞买人，可以独立竞买，也
可以联合竞买。竞得人必须严格
按照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条件
进行开发建设。

三、本次挂牌出让地点：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
交 易 系 统（http://land.zjgtjy.
cn/GTJY_ZJ/go_home）进行。
竞买申请人可通过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门户网站进入浙江省土地使

用权网上交易系统。竞买人须使
用 IE7.0、8.0、9.0 及 10（推荐使
用 IE8.0）浏览器登录交易系统，
否则可能导致交易异常。

四、本次挂牌报价时间：
2019 年 11 月 29 日 9:00 至
2019年 12 月 10日 9:00

报名时间：2019 年 11 月 29
日 9:00 至 2019 年 12 月 9 日
16:00。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
料请参阅《挂牌出让文件》。《挂
牌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
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六、现场咨询：杭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
批科（临安区锦北街道科技大道
4398号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咨询
电话：63620319）。

七、申请人须按照挂牌须知
要求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
求，并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
金，方可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
动。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杭州市临安区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

2019 年 11月 8日

地块
编号 地块坐落

出让
面积
（㎡）

土地用途及
产业准入

挂牌
起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临政工
出[2019]
40 号

临安区玲珑街道东
山村（LLDY04-19）

地块
45150工业用地（造纸和纸

制品业）
≥1.2
≤2.0 ≥350 ≥25 ≥0.6 ≥216 2817.36 1409

临政工
出[2019]
41 号

临安区龙岗镇兴
龙村地块二 20000工业用地（农副食品

加工业）
≥1.2
≤1.5 ≥350 ≥25 ≥2.5 ≥267 982 491

临政工
出[2019]
42 号

临安区高虹镇活
山村地块 4379 工业用地（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
≥1.2
≤1.6 ≥350 ≥32.8 ≥5.7 ≥9997 289.89 145

临政工
出[2019]
43 号

临安区天目山镇
桂芳桥地块一 3807 工业用地（纺织业） ≥1.2

≤1.5 ≥350 ≥25 ≥1.1 ≥202 201.78 101

地块指标要求

容积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万元 /亩）

亩均税收
（万元 /亩）

单位能耗增加值
（万元 /吨标煤）

单位排放增加值
（万元 /吨）

临政工
出[2019]
44 号

临政工出
[2019]45

号

临安区天目山镇
桂芳桥地块二

临安区天目山镇
横塘村地块

3838

1625

工业用地（纺织业）

工业用地（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
≤1.5

≥1.2
≤1.4

≥350

≥350

≥25

≥25

≥1.1

≥0.7

≥202

≥274

198.81

85.8

100

43

遗
失
公
告

单少刚遗失锦城镇碧桂苑三区

12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安市房
权证锦城移字第 0007753 号，声明
作废。

临安市五金交电化工有限公司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Q9933010311655941E，声明作废。


